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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在新时代电影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，充满机遇与
挑战的一年；也是上海电影产业突显优势、全面提升上海电影产业品牌影响的
一年。这一年电影艺术领域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回归，以往 ＩＰ 电影改编趋
于沉寂，《我不是药神》《暴裂无声》《无名之辈》等一批国产电影佳作获得口碑
与票房的全面丰收。电影产业保持高速发展之余，由于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等
原因，电影产业改革进入深水区，面临着新的变局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，本报
告结合年度中国电影产业热点、年度电影、上海电影产业的新发展等，围绕“突
显优势，全面提升上海电影产业品牌影响”，策划、组稿了《上海电影产业发展
报告（２０１９）》。全书由总报告和四个内容版块组成。
“总报告”以“上海电影产业资源转换与前景”这一研究方向为主题。改
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，中国电影经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、机制创新与市场探
索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辉煌的成绩。纵观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，上海电影不
仅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，推出了不少产业人才，其自身发展也具有深刻的产业
启示。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，离不开上海电影的长足发展。总报告就此邀请
相关领域专家，聚焦上海电影产业发展的历史、现状与前景。梳理回顾上海电
影的历史文化资源，聚焦产业转化的驱动研究，并在市场发展、产业布局与资
源整合等层面，分析回应不断涌现且具有挑战的产业现象和热点，助力实现上
海电影的品牌提升与中国电影“走出去”。
产业热点版块，主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下，讨论在这一波澜壮
阔的历史进程中，中国电影版图疆界与未来发展格局的变化调整。经过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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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 ４０ 年的风云变幻，随着综合国力的稳步增长，以电影为代表的我国文化
产业必须要找到和我国与日俱增的政治、经济影响力相适应的自身特色和定
位。无论对于中国电影而言，还是对于整体性的我国文化产业，我们将必须面
对一个长周期、全方位的、历史性的文化挑战。针对这一问题，有的专家从资
源优化配置、后发优势理论、产业链角度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制片公司
发展的经验与启示。有的专家聚焦具体问题，从版权、税收、影游产业互动融
合等维度展开分析。
年度电影版块，专家在中国电影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下梳理本年度的
电影理论批评，指出这一年度理论批评既注重总结发展经验，又不回避矛盾和
问题，从宏观和微观的交叉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、当下与未来的衔接上，对国际
国内电影的动态走向进行及时跟踪，予以深入探析，努力为中国电影在新时代
的发展问诊切脉，发挥了理论批评特有的反馈作用，体现了理论批评应有的立
场品格。在理论批评之外，本版块对于本年度电影投融资类型、风险与市场、
现实主义动画与犯罪电影类型展开研究。
聚焦上海版块，对于 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电影制片与创作展开分析；讨论媒介
实践、创意聚集与上海电影产业的能级提升；聚焦于新形势下上海影视产业园
区的国际化、平台化发展策略；研究近年来上海都市空间的影像表达产业策略
中的未来感与地方性。这一版块还从开展多样公益活动、推动市民文化建设
的角度，邀请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相关领导予以访谈。
多方视野版块，分析近年来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这一热门产业话题。并以
印度与港台地区的电影产业生态观察与研究为参照，在多方视野中把握电影
产业发展。
全报告结合学界、业界研究力量，梳理和研究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和
上海电影产业的最新动态和突出现象，把握产业发展的重点问题，分析产业发
展的新趋势，为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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